
國立東石高中 111 學年度社團活動指導老師暨活動地點一覽表 

性質 代碼 編號 社團名稱 指導老師 
滿社人

數 

每班 

可填數 
社團簡介 活動地點 

雨天 

活動地點 
備註 

康 

樂 

性 

A 

01 熱舞研習社 王懷萱 20 * 

對我們而言，跳舞從來就不只是一項興趣，更是我們這群人共同擁有的快樂與驕傲。我們和鄰近大專院校及國、高中的熱舞社，長期以來皆維持良好的互動與

關係，在各舞展和比賽上也經常互相交流學習，獲得良好成績。關於舞蹈本身和社團經營方面的看法也都因此有所成長和進步。(除社團課程外，平日放學後

17:00-18:00 為自主練習時間，歡迎參加喔) 

活動中心 

後方鏡房 
  評選制 

02 街舞社 龔子皓 20 * 
街舞社是取街舞中 breaking 舞風為主的社團，從基礎的搖滾步到進階的頭轉、風車等大招逐步訓練，需要力量和律動的結合，採歡樂式教學，歡迎大家一起來

揮灑青春汗水、抒發課業壓力吧！(除社團課程外，平日放學後 17:00-18:00 為自主練習時間，歡迎參加喔) 
行政大樓川堂   評選制 

03 電影欣賞社 楊上緯 25 2 電影的影響跨越文化、語言、歷史、民族的界限，還富含深刻的人文哲學，非常值得深入探討。 一丁教室     

04 藝術欣賞社 蔡宗能 25 2 藉由舞台劇或藝術電影的欣賞來培養同學對藝術的鑑賞力，進而增加自我藝術素養。 二乙教室     

05 自助旅行設計社 許嵐雅 24 2 
藉由每次旅行 讓心歸零再出發，旅行的模式也是一種生活態度，行前做功課先遊歷目的地一遍，親自體會在地特色文化，愛上旅程中的意外驚喜感，讓自己旅

過的一切，記憶特別深刻，如果你也喜愛這樣的生活模式歡迎一起加入！ 
家政教室     

服 

務 

性 

B 

06 管樂社 黃韻嫻 60 * 本社團是以服務性為主的社團。例如：每週一升旗奏樂，每次重要的典禮奏樂，以及校外單位邀請踩街遊行……等，為校爭光。並能培養音樂技能，陶冶人心。 樂器室   評選制 

07 扶少團 黃金元 20 * 
本社由朴子扶輪社贊助及指導。使我們有機會合作致力於服務及增進國際瞭解。目標為發展個人品德，實行關切並幫助他人。將於社團及課餘時間，透過社區

服務、社工機構參訪及志工活動，認識服務的尊嚴與價值。 

綠色大樓 4 樓 

國文專科教室 
  評選制 

08 環境志工隊 許瓊美 30 * 協助學生透過校園服務、美化環境，激發學生對所屬團體的認同與在地的關懷，將服務學習精神拓展到社區、社會，並認識環境永續維護的重要。 綠色大樓穿堂 二戊教室   

09 急救研習社 吳健綾 25 * 
推廣相關急救技能，發揮實際所學加以運用，協助校園大型活動設置急救站。 在推廣急救技能的同時，兼顧保健等健康議題，與生活相互結合，提醒同學課業

之餘兼顧健康，同時做好身心靈的保健。 
護理教室     

10 學生自治會社 吳佳翰 40 * 

以服務的精神，提倡人與人之間彼此關懷、相互扶持及熱心公益之服務理念，彰顯愛己愛人、尊重關懷之品德教育價值觀，並且身體力行，付諸實現，藉以陶

冶「言行合一」之誠信態度，營造溫馨、和諧的社會環境。社團著重於「服務」與「學習」相互結合，以事先規劃的社會服務活動與結構化設計的反思過程，

讓學生運用課堂所學貢獻社區；同時可透過服務的過程中得到啟發及省思，學習課堂中學不到的知識與經驗。 

綠色大樓 4 樓 

數學專科教室 
  評選制 

11 花 young 綜藝社 高建文 15 * 

本社團結合東石高中具有各項才藝的學生組合而成，此才藝包含主持、詞曲創作、動態靜態攝影剪接、各種樂器演奏、舞蹈、燈光音響架設及混音控制、節目

企劃安排及設計等。透由本社整合訓練，可支援學校或社區各項活動的設計、安排及演出，除提供社團學生充分發揮自己的創作能力及各項才華，展現自信

外，更希望提昇學校對外的名氣。 

活動中心 2 樓 

編輯室 
  評選制 

技
藝
性 

C 

12 書法社 曾菊秋 20 2 
中國文字歷經金文、小篆、漢簡、隸書、草、行、楷的演變，展現特有的藝術風格。書法不僅能以「道」修身養性，以「藝」砥礪技能，以「美」醇化人生，

更能呈現自身的精神意念與修養。藉由文字美的欣賞，讓學員在無壓力和因材施教的環境下，快樂的學習創作。 

圖書館 2 樓 

閱覽室 
    

13 吉他社 黃玄胤 25 2 吉他社是以學習吉他、自彈自唱為目的，並以樂理、節奏及歌唱技巧來輔佐，期待社員變成能彈又能唱的伙伴。 二丙教室     

14 陶藝社 楊秋芳 15 2 課程內容主要有(一)手捏陶 1.泥團成型法 2.泥條成型法 3.陶版成型法；以及(二)施釉法 1.浸釉法 2.淋釉法 3.塗刷法 圖書館 1 樓   需材料費 

15 茶藝社 莊宜蓁 15 2 
教導認識中國茶藝之泡茶流程和基本儀態，扎實學習每一項茶藝技能，如泡茶儀態、茶席設計、泡茶技術、來賓(茶友)招待、茶葉知識……等，從茶藝出發，認

識更多文化，拓展社員文化程度。 

輔導室旁 

多功能教室 
  需材料費 

16 跨域新素養社 

林建勳/ 

張世宗/ 

張協進 

15 2 
跨領域實驗性社團。本課程主要活動有製作獨木舟、行舟淨灘、攀樹體驗、社區環境認識等。藉由親近自然，進而照護環境；身體力行，學習團隊合作；將所

學知識透過 Do  It Together，內化成個人獨特的學習歷程。 
音樂書房   評選制 

17 二胡社 謝朝龍 15 * 
二胡為傳統音樂中最接近人聲的樂器，其聲韻變化多變，並能依據樂曲中想陳訴的內容、故事發揮於音樂演奏上，因此本社團課程以輕鬆愉悅的心情學習二

胡，在教學裡融入生活中耳熟能詳的樂曲，享受音樂帶來的美好，體驗學習二胡的喜悅。 
一戊教室   需自備樂器 

18 種子園藝社 黃靖雅 15 * 
栽培多肉植物、體驗日常食農、孵育種子盆栽、創意種子手作工藝及葉脈書籤，讓更多的人見到並且感受到植物與種子之美，透過一起玩的樂趣，結合自然、

藝術與生活，學習提取生命中的經歷與感受，在親近自然的過程中被療癒，在藝術創作過程盡情抒發。 
一己教室   需材料費 



19 繪畫社 林巖郡 20 2 
以繪畫為主要教學內容，教學方式採「適性教學」，依照學生程度與需求進行授課（不論是否有相關經驗都可以參與），因此不論是想練習鉛筆素描、水彩、

壓克力等的學生都可以嘗試，而欲以美術相關領域為升學目標的學生也可以利用這個機會來學習。 
美術教室     

體 

育 

性 

D 

20 羽毛球活動隊 蔡漢城 30 2 藉由羽毛球社之成立，使學生能明瞭並實際練習羽球技術，以促進身心健康。在此社團中，使無基礎者能學習羽球基本技術，有基礎者技術能更加增進。 活動中心     

21 男排活動隊 梁育誠 24 2 提供對排球喜愛或有熱情的學生，在體育課之外亦可增加對排球的認識，增加練習或實戰經驗。 排球場(一) 一乙教室 限男生 

22 女排活動隊 吳榮鐘 24 2 排球運動為一項多人參與的休閒活動，配合規則和練習，使排球運動更趨大眾化，同時深受學生們的喜愛。 排球場(二) 一愛教室 限女生 

23 (男)籃活動隊 陳彥銘 20 2 
藉由籃球一對一，三對三，或五人團隊合作之養成教育，是非常受學生喜愛的戶外活動。提昇運動風氣，增進學生籃球興趣，培養學生基本籃球知識，促進學

生身心健康。 
籃球場(一)(二) 一仁教室 限男生 

24 (女)籃活動隊 蘇英裁 20 2 
藉由籃球一對一，三對三，或五人團隊合作之養成教育，是非常受學生喜愛的戶外活動。提昇運動風氣，增進學生籃球興趣，培養學生基本籃球知識，促進學

生身心健康。 
籃球場(三) 二忠教室 限女生 

25 足球社 陳增淵 20 2 
提倡學校足球風氣，讓更多人了解踢足球的樂趣，並且在這學到如何用足球聯結全世界，解析世界為之風靡運動的真面目。足球是全世界最多人玩的運動，同

時還擁有最多國家，最多的職業聯盟。也會組隊參校比賽，希望有興趣的人一起來追求這個夢想。 

風雨球場 

外廣場 
風雨球場 評選制 

    26 瑜珈研習社 蔡玉琴 15 2 本社團藉由各式體能活動伸展筋骨，矯正體態，訓練核心肌群與肌耐力，配合呼吸達到身心靈的和諧與舒展。 
行政大樓地下室 

地板教室 
    

學 

術 

性 

E 

27 英語桌遊社 陳薇如 20 2 

桌上遊戲，通常簡稱為桌遊，又稱為不插電遊戲，是針對如卡片遊戲、圖版遊戲、骰牌遊戲，以及其他在桌子或任何平面上玩的遊戲的泛稱。近年來網路與智

慧型手機的發展，導致人與人的關係日漸疏遠，藉由桌遊再次建立人類新的互動，讓我們認識更多的朋友，學習與人相處、與人合作、與人溝通。本社利用英

文版桌遊操作，除可以育樂，亦可增進英文能力唷。 

一孝教室     

28 電腦軟體應用社 李家宇 20 2 

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科技領域之課程旨在培養學生的科技素養，透過運用科技工具、材料、資源，進而培養學生動手實作，以及設計與創造科技工具及資訊系

統的知能，同時也涵育探索、創造性思考、邏輯與運算思維、批判性思考、問題解決等高層次思考的能力，並在問題解決與實作的過程中培養學生「設計思

考」與「運算思維」的知能，而本社團透過專題導向教學，運用科技軟體（App Inventor ＆ Arduino）讓學生體驗設計與創造之「程式設計課程」。 

第一電腦教室     

29 人工智慧社 陳永德 15 2 人工智慧的興起，改變的社會科技結構。藉由 arduino 軟硬體的探索與製作，從簡單輸入與輸出的設備，來了解人工智慧的領域。 電機科第一工廠   電機科優先 

30 日文社 陳囿彤 20 2 介紹日本文化及語言的增能課程，讓自己擁有多元的國際觀，並增進外國語文能力。 一甲教室   書籍費 

31 雅歌社 李智惠 15 2 

雅歌一詞原於聖經的一卷書，意為「歌中之歌」。若您也想要和我們一起追尋人生的美好，譜出一首優美的樂章，使自己覺得活得精采、也能幫助需要的人，

在生活、讀書、工作中，得著正能量，期能活出充滿平安、喜樂、光明、良善、智慧、真理、榮耀、能力、愛等等的生活，歡迎您選填此社團。我們將會一起

學唱好聽的詩歌，中英文皆可，或讀一點具有啟示和智慧的話，有點詩歌賞析，我們也會有「小點心」喔!年輕的你，就讓我們一起來唱出人生的歌中之歌吧! 

一忠教室     

32 文學欣賞社 林麗容 32 * 增進文學欣賞能力。 三忠教室   限三忠學生選填 

33 英文小說研習社 李曉青 32 * 閱讀英文小說，認識西洋文化。 三孝教室   限三孝學生選填 

34 數學探索社 張茂雄 29 * 鑽研數學，探究數的奧秘。 三仁教室   限三仁學生選填 

35 電影欣賞社 林洋毅 31 * 透過電影探討人生問題。 三愛教室   限三愛學生選填 

36 機械加工研習社 賴國茂 32 * 精進機械相關知能。 三甲教室   限三甲學生選填 

37 電腦立體繪圖社 呂文宗 30 * 精進電腦輔助機械製圖能力。 三乙教室   限三乙學生選填 

38 電機研習社 黃炳睿 34 * 精進電機相關知能。 三丙教室   限三丙學生選填 

39 物聯網技術社 張峻嘉 31 * 從物聯網基本概念出發，系統地討論了物聯網感知層、網路層、應用層的關鍵技術，並選取物聯網的應用領域進行案講解介紹。 三丁教室   限三丁學生選填 

40 汽車科技研習社 蔡英仁 30 * 精進汽車科技相關知能。 三戊教室   限三戊學生選填 

41 食品相關化學探討社 蘇庭誼 35 * 精進食品化學相關知能。 三己教室   限三己學生選填 

42 園藝社 鐘美鳳 32 * 增進園藝知識、技能，充實生活內涵。 三信教室   限三信學生選填 

 


